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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第九屆理、監事及各委員會召集人與副召集人芳名錄 

理 事 長：張素瓊 

秘 書 長：詹吟菁 

副秘書長：邱慧芬、胡淳怡 

名譽理事：江文章、江善宗、潘子明、江孟燦 

常務理事：王進崑、王銘富、蘇正德、龔瑞林 

理  事：王繼中、江伯倫、沈立言、吳昭雄、林松洲、林璧鳳、洪志駿 

許 輔、陳勁初、張菡馨、顏國欽、蘇東茂 

常務監事：謝明哲 

監  事：方 繼、孫璐西、陳光地、張壽昌 

委員會 

國際交流委員會 召集人 孫璐西 副召集人 王進崑 

兩岸學術交流委員會 召集人 蔡敬民 副召集人 王繼中 

公共關係委員會 召集人 吳昭雄 副召集人 蘇東茂、闕壯群 

李其芸 

編輯委員會 召集人 殷儷容 副召集人 許  輔 

教育推廣委員會 召集人 潘子明 副召集人 林璧鳳 

保健中草藥安全與應用委員會 召集人 沈立言 副召集人 潘敏雄 

學術委員會 召集人 顏國欽 副召集人 許  輔、翁家瑞 

實驗室認證委員會 召集人 蘇正德 副召集人 龔瑞林 

研究發展委員會 召集人 江孟燦 副召集人 江文章 

 

 

2015 年會員大會暨植化素與健康國際研討會於 2015 年 3 月 6 日 (星期五) 假臺灣大

學集思臺大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圓滿落幕。感謝理、監事們共同策劃安排，臺灣大學生命

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及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園藝暨景觀學系、食品科技研究所、農業化學

系全體師生協助，全體會友熱情參與。更感謝許多企業廠商捐贈紀念品與設攤參展，讓

會員滿載而歸。本屆會員大會邀請北海道大學齊藤昌之名譽教授 (Masayuki Saito)、首爾

大學 Young-Joon Surh教授、首爾淑明女子大學 Mi-Kyung Sung教授、亞蔬-世界蔬菜中心營

養組楊瑞玉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潘文涵合聘教授及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顏國欽講座教授做專題演講；此外，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

所沈立言特聘教授及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生活服務產業系翁家瑞教授兼副校長/教務長兩位學術

獎得獎者亦做精闢演講。最後，謝謝各位會友共襄盛舉，讓本次會員大會圓滿結束，大家相約

明年再見！ 

理事長  張素瓊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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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4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五) 下午六時 

二、 地點：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台北市新生南路 30 號) B1交誼 B 廳 

三、 出席人員 

主   席：江孟燦 理事長                               記錄：楊宗翰 

第九屆理事：王進崑、王銘富、王繼中、沈立言、林松洲、張素瓊、張菡馨、許 輔 

詹吟菁、蘇正德、蘇東茂、龔瑞林 

第九屆監事：謝明哲、孫璐西、方 繼、張壽昌、陳光地 

四、 主席致詞 

五、 報告事項： 

1. 共發出 150 張理事票，收回 150 張理事票 (無效選票 2 張)，第九屆 17 位理事當選

名單如下： 

林璧鳳 (得 115 票)、張素瓊 (得 115 票)、蘇正德 (得 102 票)、許輔 (得 101 票)、

王銘富 (得 97 票)、王繼中 (得 97 票)、龔瑞林 (得 92 票)、詹吟菁 (得 92 票)、林

松洲 (得 87 票)、陳勁初 (得 85 票) 、江伯倫 (得 84 票)、洪志駿 (得 83 票)、張

菡馨 (得 83 票)、王進崑 (得 81 票)、沈立言 (得 72 票)、吳昭雄 (得 66 票)、顏國

欽 (得 62 票)、蘇東茂 (得 62 票)。由於蘇東茂與顏國欽得同票皆為 62 票，將以抽

籤決定第 17 位理事名額。 

2. 共發出 150 張監事票，收回 150 張監事票 (無效選票 2 張)，第九屆 5位監事當選名

單如下： 

謝明哲 (得 128 票)、孫璐西 (得 120 票)、陳光地 (得 112 票)、方繼 (得 105 票)

張壽昌 (得 104 票)。 

六、 提案討論 

1. 案由：第九屆理事選舉中，被選舉人顏國欽與蘇東茂票數相同，頇以抽籤之方式進行

第十七位理事之名額。 

說明：由於顏國欽請假由王進崑代理抽籤，由常務監事主持抽籤之程序。 

決議：最終由顏國欽代理人王進崑中籤，因此第九屆第十七位理事名額由顏國欽擔任，

故候補理事五人依序為蘇東茂 (62 票)、翁家瑞 (56 票)、蔡文城 (54 票)、林培

正 (25 票)、吳彰哲 (24 票)。 

2. 案由：選舉第九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長。 

說明：請常務監事監票與開票。 

決議：常務監事選舉：發出 5 票，回收 5 票，有效票 5 票，廢票 0 票 (每票最多可

圈選 1 人)。謝明哲 (得 3 票)、孫璐西 (得 1 票)、方繼(得 0 

票)、張壽昌 (得 0 票)、陳光地 (得 1 票)，最後由謝明哲當選

第九屆常務監事。 

常務理事選舉：發出 17 票，回收 17 票，有效票 17 票，廢票 0 票 (每票最

多可圈選 5人)。蘇正德 (得 14 票)、張素瓊 (得 12 票)、王銘

富 (得 8 票)、龔瑞林 (得 8 票)、王進崑 (得 6 票)、王繼中 (得 

3 票)、洪志駿 (得 3 票)、沈立言 (得 2 票)、林松洲 (得 2 

票)、陳勁初 (得 2 票)、江伯倫 (得 1 票)、吳昭雄 (得 1 票)、

林璧鳳 (得 1 票)、張菡馨 (得 1 票)、詹吟菁 (得 1 票)、顏

國欽 (得 1 票)、許輔 (得 0 票)。最後由蘇正德、張素瓊、龔

瑞林、王銘富、王進崑當選第九屆常務理事。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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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選舉：發出 17 票，回收 17 票，有效票 17 票，廢票 0 票 (每票最多

可圈選 1 人)。張素瓊(得 10 票)、王進崑(得 7 票)、蘇正德(得 0 

票)、王銘富 (得 0 票)，最後由張素瓊當選第九屆理事長。 

3. 案由：第九屆秘書長任命。 

說明：由第九屆理事長張素瓊任命第九屆祕書長。 

決議：由詹吟菁擔任本學會第九屆秘書長，故由蘇東茂 (得 62 票) 遞補詹吟菁理事之

缺額。 

4.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專業會員共 5 名、團體會員共 3 家、學生會員共 3 名，如附

件一，提請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第九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4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五) 下午 5 時 30 分 

二、 地點：君品酒店-頤宮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3 號) 

三、 出席人員 

主  席：張素瓊 理事長                                        紀錄：劉宏文 

秘 書 長：詹吟菁 

副秘書長：胡淳怡 

名譽理事：江孟燦 

常務理事：王銘富、蘇正德、龔瑞林 

理  事：王繼中、沈立言、吳昭雄、林松洲、洪志駿、許 輔、陳勁初 

張菡馨、蘇東茂 

常務監事：謝明哲 

監  事：張壽昌 

四、 討論事項： 

1. 案由：聘任第九屆秘書長，提請同意。 

說明：1、已於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討論第 3 案聘任詹教授吟菁為秘書長，本

次會議追任之。 

2、因詹教授吟菁擔任第九屆秘書長一職，故由蘇東茂 (得 62 票) 遞補理事一

職。 

決議：照案通過。 

2. 案由：更改學會會址，提請同意。 

說明：1、本學會會址依往例，設於理事長服務機關。 

2、秘書處擬依內政部規定，提請理監事會議同意變更學會會址。 

決議：照案通過，學會會址設於：台南市大學路 1 號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張素

瓊教授實驗室) ，電話：06-2757575 轉 65549。 

3. 案由：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擬邀請本學會協辦「食品標示業者說明會」，如附件一，提

請討論。 

說明：該說明會由本學會負責場地 (含費用) 及通知本學會會員參加。 

決議：不通過 (已有多個公會舉辦過類似說明會)。 

4. 案由：新會員申請入會案。 

說明：本次申請入會者團體會員共 2 家，如附件二，提請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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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化素與預防醫學新知研討會 

時    間： 104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 

地    點：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四樓演講廳 

主辦單位：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時間 演講題目 主講者/主持人 

13:20 – 13:30 致詞 
游若篍教授兼所長 

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13:30 – 14:20 
Innovative Research in Functional 

Foods 

何其儻教授 

美國羅格斯大學 食品科學系 

14:20 – 15:10 
The Impact of Dietary Phytochemicals 

on Neuroprotection 

顏瑞鴻教授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15:30 – 16:20 

Tea Polyphenols Attenuate 

Smoking-induced Foam-cells 

Formation in Human Atherosclerosis 

Disease : A Clinical Trial Study 

何元順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兼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 

16:20 – 16:40 問與答與綜合討論 
潘敏雄教授 

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2015 海藻應用國際研討會研討會 

時  間： 104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五) 

地  點：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第一演講廳 

主辦人：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江善宗 國家講座教授 

協辦人：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龔瑞林 副教授兼食品科學系系主任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吳彰哲 教授 

Time Topic Presenter Moderator 

9:00-9:30 

Effects of cellulase hydrolysis and 

probiotic fermentation on the functionality 

of chlorella 

Shann-Tzong Jiang, 

PhD 

Zwe-Ling Kong, 

PhD 

9:30-10:00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algae sulfated 

polysaccharide extracts on influenza A 

virus (H1N1) infections 

Chang-Jer Wu, PhD 
Zwe-Ling Kong, 

PhD 

10:00-10:30 Coffee Break 

10:30-11:00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Fucoidan nanoparticles 

Yi-Cheng  Huang, 

PhD 

Shann-Tzong Jiang, 

PhD 

11:00-11:30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Fucoidan in 

tumorigenesis inhibition 
Hsien-Yeh Hsu, PhD 

Shann-Tzong Jiang, 

PhD 

11:30-12:00 

The ameliorating effects of brown algae 

extracts on diabetes induced reproductive 

damage 

Zwe-Ling Kong, PhD Chang-Jer Wu, PhD 

12:00-13:30 Lunch Time 

與您分享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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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opic Presenter Moderator 

13:30-14:00 

Development of extracting system and 

process integration technology of brown 

seaweed functional substance 

Pai-An Hwang, PhD Chang-Jer Wu, PhD 

14:00-14:30 
Health beneficial effects and the 

utilization of chlorella 
Jian-Kai Tzeng, PhD 

Hsien-Yeh Hsu, 

PhD 

14:30-15:00 
The pre-clinical studies of microalgae 

extract on applica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Chun-Wei Chen, PhD 

Hsien-Yeh Hsu, 

PhD 

15:00-15:30 Coffee Break 

15:30-16:30 General Discussion All Presenters 
Shann-Tzong Jiang 

& Zwe-Ling Kong 

 

 2015年營養及運動國際會議 (NAPA) 

時    間： 104 年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4 日 (星期三~六) 

地    點： 臺灣大學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主辦單位： 
Taiwan Association for Food Protection 

Taiwan Society for Sports Nutrition 

協辦單位：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第二屆傳統暨替代醫學與健康國際學術會議 

時    間： 104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7 日 (星期六~二) 

地    點： 臺灣大學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主辦單位： 
Journal of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Taiwan Association for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協辦單位：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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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新、舊任理事長交接－活動剪影 ~ 

 

~ 2015 年會員大會暨植化素與健康國際研討會－活動剪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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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會員加入我們的行列 ~ 

如果您想與我們一同分享保健食品的真善美，請立即至學會網站下載入會申請表

並繳交相關費用！ 郵政劃撥戶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張素瓊，劃撥帳號：

50335276，入會費一律為貳佰元，共分為四種會員，其常年會費分別繳交：

(請註明繳款項目) 專業會員伍佰元，學生會員參佰元，團體會員一萬元，

贊助會員：至少柒佰元。 

為使各位會員能迅速接獲本會訊，請各位會員提供 E-mail address (請以

正楷書寫後回傳本學會 )。  

姓名或單位名稱  職稱  

E-mail  

連 絡 電 話 
O: 

M: 

傳 真  

通 訊 處 ( 更 新 )  

敬請將上表傳真至：02-8236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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